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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于实现建构主义学习环境，可以作为建构主义

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深化产教融合、校

学习环境下的理想认知工具，能有效地促进学生的

企合作的创新与实践。

[2]

认知发展 。2015 年第八届混合学习国际会议暨教育

（3）新时代发展的需求。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

技术国际研讨会达成共识，混合学习研究领域不仅

更新迭代日益加快，互联网不断形成新技术、新体

继承了原有内涵，即以优势互补为核心思想开展研

系，混合学习环境可以使学习者的信息获取不受时

究，而且在学习环境、学习形态、学习方式和学习过

间与空间的限制。
“互联网+”学习强力驱动个性化

程等多方面还有所拓展，深化了混合学习的内涵，使

学习与基于学习力学习的发展进程，能同时满足大

[3]

其更符合时代发展 。2015 — 2021年，国外有关混合

多数人的不同需求，利用多条路径实现相同的教学

要] 当下高职院校深化产教融合的核心任务是以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培养高质

学习的研究较多，主要集中在混合学习线上+线下模

目标；能满足学习任务的信息收集，多角度认识分

量应用型人才。混合学习作为教育教学的新理念，已同产教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形成较好的契合。从学习者的学习

式的研究。国内研究内容相对较为丰富，如基于混合

析学习内容。混合学习是一种高效利用学习资源、能

需求出发，基于产教融合，从办学主体、学习环境、学习形态、学习方式等方面，提出“校企合作”建立育人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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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模式的资源建设、学习模式、评价体系、翻转课

够促进学生高质量学习、符合时代发展高要求的未

“资源融通”建立新机制、
“多师共导”建立师生新关系、
“互联网＋”建立学习新空间的混合学习新模式，通过混合

堂、平台建设等研究，主题较为分散，少有基于产教

来学习方式。

教学理论构建育人新模式，混合学习资源建立“融通”机制，混合学习空间搭建“互联网＋”教育平台，混合学习环

融合的混合学习模式的行动研究和试验研究。本文

２．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问题使然

境创新教学活动设计，有利于为产业与教育深度合作、实现高质量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有效途径。

基于混合学习与产教融合的协同，从逻辑与实践两

学习不是单一的活动，而是复杂多样的。职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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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学习（blended learning）提出于21 世纪初，

重贯彻混合学习的理念、学教并重的教学设计和绩

主要关注员工学习与企业产出的关系，即学习带来

效技术在教育与培训中的应用内容，力图反映新技

的效果，后泛指传统课堂教学与线上网络资源的结

术及其在教育和培训中的应用模式和方法。他指出，

合 [1]。国内较早提出混合学习方式的是何克抗，他注

多媒体计算机和网络通信技术具有多种特性，特别

[收稿日期] 2021-11-25

一、混合学习与产教融合的契合
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时代要求

能训练作为职业院校学生的必经过程，需要通过系
列的学习步骤、不同的学习方法来实现技能的习得。
同时，技能的学习有别于信息理解和知识记忆，需要
以职业知识学习为基础，以职业技能训练为主，辅之

（1）人才培养目标的转变。经济飞速发展对高校

以更广阔的学习空间与更多元的学习方式。职业技

人才培养目标与教学模式提出了新要求，特别是劳

能训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职业教育专业课程的设

动力市场对高素质综合性应用型人才的需求，近年

置和开展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目前的职业教育专

来，中国职业教育树立科学的质量观，突出促进人的

业课程设置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

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坚持以服务发展为宗旨，

（1）教学内容不能适应社会需求。专业理论课重

以促进就业为导向，注重内涵发展，鼓励引导学校特

知识传授，轻技能培养；专业技能课偏向于技能步

色办学，深入推进教学改革创新，强化教学管理，制

骤的重复与堆积，忽略实践运用能力培养；部分学

定实施教育教学标准，建立健全质量保障体系，加强

科教学内容陈旧，跟不上行业实际需求。在实际的职

[4]

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整体素质 ，使得职业教育

业教育中，教学与产业无法融合，教学内容在一定程

育人目标从培养懂知识、会技能的工匠，转变为培养

度上与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脱节。

职业核心素养突出、综合能力过硬的创新创业型人

（2）教学设计普遍缺少实践环节。技能课多为每

才，将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职业核心能力、创新创

节 1～2 课时，由于理论知识的讲解用时较多，学生

业能力，以及终身学习能力等作为重要培养目标。

只能完成一部分技能练习，甚至只有少部分学生有

（2）深化产教融合的要求。受教育体制固化、培

机会参与完整的实践练习。教学中存在理论与实践

养机制不健全等因素影响，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

脱节的现象，课程评价中存在理论与实践的单边倾

需求侧在结构、质量和水平上还不能完全契合，
“两

斜，理论与实践难以充分融合既限制了学生实践应

张皮”问题仍然存在。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

用能力的提升，也背离职业教育育人目标。

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95 号），当前

（3）教学方法难以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无论教

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

学技术如何丰富，传统的集体面对面授课中，学生的

链有机衔接，是推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学习时间与空间、得到的反馈都会受到限制。比如一

迫切要求，对新形势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扩大就业

对一的师生互动无法照顾到每一位学生，教师给予

创业面、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具

学生的反馈存在延迟，教师在课堂上使用的视觉辅

有重要意义。产教融合，已成为职业院校教学改革的

助工具和材料无法灵活调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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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方向，需在政府主导下，形成行业、企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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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参与的多元办学格局；逐步建立健全政府主导、

综上，以培养高质量应用型人才为目标，把混
合学习理念应用于教育教学，通过实践检验，摸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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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卢陈婵（1982 — ），女，浙江温州人，中学高级教师，硕士，主要从事新技术新媒体与教育、教师专业发展、教育课程建设研究。

共同参与的多元办学格局；逐步建立健全政府主导、

综上，以培养高质量应用型人才为目标，把混
合学习理念应用于教育教学，通过实践检验，摸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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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人才培养目标的、科学有效的混合学习模式，既

量应用型人才。校企合作协同育人在教学原理、教学

的具体实施与联络；校外专家作为课程指导师，负责

认识，帮助学生建立积极的职业观、成才观，提升教

是对“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

模式、教学方式、教学环境、教学资源、教学媒体等

教学指导与资源补充；企业教师作为实践导师，负责

师教学能力和学生学习效果，推动高校教学改革。

问题的探索，又是深化高校教学改革的重要推手。

方面表现出混合学习的模式。因此，为了达到育人目

指导教学实践环节与评价反馈；在学习过程与资源

２．引企入教，混合学习资源建立“融通”机制

标，混合学习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在适当的时间，通过

建设中学生与老师共同承担责任。教学实施过程中，

校企协同育人，
“多师共导”，将学校资源与企

适当的媒介，提供适当的学习方式，为适当的人，实

要根据学校的师资力量统筹安排，保证责任教师、校

业资源相结合，将师资、教具、教室、教学资源等相

施适当的教学 。基于产教融合的混合学习模式如图

外专家、企业教师分工合作、协同管理，全程跟进学

互融通，实现课堂学习环境、在线学习环境和企业实

1所示。

生学习情况，确保每位学生都可以全程参与课程。在

践真实环境的灵活切换。保障企业导师参与的积极

此过程中，教师要注意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意见与

性和时效性。消除管理体制的障碍，将相关管理机构

反馈及时调整学习资源的安排，推动学生个性化学

有机整合，制定统一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发展规划，统

习，提高学习效果。

筹管理我国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工作 [6]。深化“引

二、基于产教融合的混合学习模式构建
基于产教融合的混合学习模式从学习者的学习
需求出发，重点强调实践教学环节，目标是培养高质

[5]

４．“互联网＋”建立学习新空间
“互联网+”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改传统课

育教学的渠道，将企业、职场和岗位的用人实施要

堂教学为“线上+线下”学习。教师将教学内容、教

素融入教育教学的全过程，通过模拟真实情境建立

学重难点进行分割与重组后，学生可以通过多渠道、

企业实践案例库，夯实学生专业基础技能；通过职

混合式学习方式充分发挥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满足

业生涯规划、创新创业等主题讲座，树立正确的价值

个性化学习需求。关注过程监督，利用在线学习平台

观、成才观、职业观；通过创新创业系列活动，提升

根据时间表提供课程资料，评估教师的工作量，记录

学生创新实战能力 ；通过建立“ 五位一体”实践模

教师对学习者提问的回应程度、学生学习情况等。在

式，加强实践研训，加强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和职业

学习过程中学生与教师的互动以本校教师为主，主

核心能力。实行“多师共导”，教师团队由责任教师

要体现在理论学习、个别指导、作业批阅等；企业导

（学校老师）+课程导师（校外专家）+实践导师（企业

师由于本身工作的限制和冲突，互动的时间和频次

导师）构成，为实现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和综合能力的

会受到限制，参与的形式主要是线上与线下相结合，

培养提供有力保障。在教学实施过程中，企业参与学

如课堂的现场连线实训指导、作业点评，企业实践部

习目标制定、教学内容选择、学习活动设计、学习媒

分线下全程参与指导。

体选择、学习评价反馈、学习环境安排和教育实践开

三、基于产教融合的混合学习模式实践建议
图１

基于产教融合的混合学习模式

企入教”和“施教入企”改革，主动拓宽企业参与教

１．产教融合，混合教学理论构建育人新模式

展等来支持和服务教学全过程（如图2所示）。

３．内容优化，混合学习空间搭建“互联网＋”
教育平台

１．“校企合作”建立育人新模式

让学生在校内就能接触多渠道资源，从而进一步提

混合教学理论是建构主义、行为主义、认知主义

改变育人模式，改学校教育为“ 校企合作”协

高教学质量。利用集成资源不但有助于培养学生专

等不同教学理论的糅合，因此在多种理论思想的灵

是学习空间与时间的拓展，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

同育人。企业深度参与育人全过程，包括人才培养

业技能和综合应用能力，而且能进一步促进产教融

活指导下，它能够适应不同的学习者、不同类型的学

求。
“互联网+”教育采用“线上+线下”的方式，既拓

计划制定、课程设置、教学实施、教育实践开展等，

合。运行校内外师资融通机制，多方共建为自主开

习目标、不同的学习环境和不同的学习资源要求。课

宽了学习和交流的空间，又不失去面对面的优势。混

甚至可以参与毕业论文的修改、审核、答辩等。以

发教学资源提供有力保障。在后续跟进中，根据所

程体系建设要适应经济发展、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的

合学习的灵活性体现在线上内容的交付能够与课堂

需求为导向，实现提高学生职业核心素养的培养目

使用的模块，对课程计划的实施与资源更新持续跟

需要。通过打造“线上+线下”多维学习空间、打通

互动、现场教学相结合，强调适时反馈、个性化学习，

标。充分依托周边产业，引入现代学徒制，以学生

踪，避免产生同一课程的平行队列。除自主开发外，

“引企入教”和“施教入企”通道、建立“多师共导”

针对不同的学习者群体进行个性化教学。教师可以改

为主体，注重素养与综合能力的培养，以市场和企

可借助MOOC、优课联盟、学堂在线、国家虚拟方针

的指导模式、构建“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教学关

变教学范式，尊重学生个体差异，以学生为中心，发

业需求为导向，形成校企深度融合的立体化培养。

实验教学项目共享平台、Edu Coder在线实践教学平

系，借助课程设置、教学设计、学习环境和学习空间

挥个性化主体特点；同时，通过教学设计使教学策略

通过混合理念、混合资源、混合学习环境、混合学

台等线上优质资源作为补充，持续完善课程体系。

拓展来形成特色的混合学习模式。在岗位模拟与真

与教学/学习目标保持一致。数字化教育资源合理有效

３．“多师共导”建立师生新关系

实情境中，教师与学生扮演多种角色，多角度的体验

的运用，能够为学生提供学习资源、活动平台、过程

教师资源的混合，为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提

能够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知识，掌握技能；混合学习

评估和及时反馈，是教学过程的宝贵补充。教师需要

为保证“ 产教融合”实施的有效性，需加强学

供了有力的师资保障。本校教师、校外专家、企业导

重在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探究

合理规划学习空间的知识分布与活动形式，通过制定

校与企业的双重主体建设，建立管理互通机制，改

师分工合作，改一师一课为“多师共导”。教师与学

能力、创新实践能力等，以此提高学生的综合应用能

个性化学习方案，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优化学生学

单一的学校资源为校内外集成资源。将学校资源、

生建立除师生关系以外的师徒、学习同伴、项目合作

力、就业核心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把混合学习模式

习体验，教学过程中做好线上与线下资源、活动、评

网络资源与企业软硬件资源、行业资源有机整合，

者等关系。本校教师作为教学第一责任人，负责课程

应用于专业基础课，有利于树立师生对职业的正确

价的引领，最终达成提升学生综合应用能力的目标。

习方式强化职业教育的实践性和职业性。

２．“资源融通”建立合作新机制

混合学习空间是课堂学习和在线学习的混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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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人才培养目标的、科学有效的混合学习模式，既

量应用型人才。校企合作协同育人在教学原理、教学

的具体实施与联络；校外专家作为课程指导师，负责

认识，帮助学生建立积极的职业观、成才观，提升教

是对“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

模式、教学方式、教学环境、教学资源、教学媒体等

教学指导与资源补充；企业教师作为实践导师，负责

师教学能力和学生学习效果，推动高校教学改革。

问题的探索，又是深化高校教学改革的重要推手。

方面表现出混合学习的模式。因此，为了达到育人目

指导教学实践环节与评价反馈；在学习过程与资源

２．引企入教，混合学习资源建立“融通”机制

标，混合学习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在适当的时间，通过

建设中学生与老师共同承担责任。教学实施过程中，

校企协同育人，
“多师共导”，将学校资源与企

适当的媒介，提供适当的学习方式，为适当的人，实

要根据学校的师资力量统筹安排，保证责任教师、校

业资源相结合，将师资、教具、教室、教学资源等相

施适当的教学 。基于产教融合的混合学习模式如图

外专家、企业教师分工合作、协同管理，全程跟进学

互融通，实现课堂学习环境、在线学习环境和企业实

1所示。

生学习情况，确保每位学生都可以全程参与课程。在

践真实环境的灵活切换。保障企业导师参与的积极

此过程中，教师要注意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意见与

性和时效性。消除管理体制的障碍，将相关管理机构

反馈及时调整学习资源的安排，推动学生个性化学

有机整合，制定统一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发展规划，统

习，提高学习效果。

筹管理我国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工作 [6]。深化“引

二、基于产教融合的混合学习模式构建
基于产教融合的混合学习模式从学习者的学习
需求出发，重点强调实践教学环节，目标是培养高质

[5]

４．“互联网＋”建立学习新空间
“互联网+”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改传统课

育教学的渠道，将企业、职场和岗位的用人实施要

堂教学为“线上+线下”学习。教师将教学内容、教

素融入教育教学的全过程，通过模拟真实情境建立

学重难点进行分割与重组后，学生可以通过多渠道、

企业实践案例库，夯实学生专业基础技能；通过职

混合式学习方式充分发挥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满足

业生涯规划、创新创业等主题讲座，树立正确的价值

个性化学习需求。关注过程监督，利用在线学习平台

观、成才观、职业观；通过创新创业系列活动，提升

根据时间表提供课程资料，评估教师的工作量，记录

学生创新实战能力 ；通过建立“ 五位一体”实践模

教师对学习者提问的回应程度、学生学习情况等。在

式，加强实践研训，加强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和职业

学习过程中学生与教师的互动以本校教师为主，主

核心能力。实行“多师共导”，教师团队由责任教师

要体现在理论学习、个别指导、作业批阅等；企业导

（学校老师）+课程导师（校外专家）+实践导师（企业

师由于本身工作的限制和冲突，互动的时间和频次

导师）构成，为实现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和综合能力的

会受到限制，参与的形式主要是线上与线下相结合，

培养提供有力保障。在教学实施过程中，企业参与学

如课堂的现场连线实训指导、作业点评，企业实践部

习目标制定、教学内容选择、学习活动设计、学习媒

分线下全程参与指导。

体选择、学习评价反馈、学习环境安排和教育实践开

三、基于产教融合的混合学习模式实践建议
图１

基于产教融合的混合学习模式

企入教”和“施教入企”改革，主动拓宽企业参与教

１．产教融合，混合教学理论构建育人新模式

展等来支持和服务教学全过程（如图2所示）。

３．内容优化，混合学习空间搭建“互联网＋”
教育平台

１．“校企合作”建立育人新模式

让学生在校内就能接触多渠道资源，从而进一步提

混合教学理论是建构主义、行为主义、认知主义

改变育人模式，改学校教育为“ 校企合作”协

高教学质量。利用集成资源不但有助于培养学生专

等不同教学理论的糅合，因此在多种理论思想的灵

是学习空间与时间的拓展，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

同育人。企业深度参与育人全过程，包括人才培养

业技能和综合应用能力，而且能进一步促进产教融

活指导下，它能够适应不同的学习者、不同类型的学

求。
“互联网+”教育采用“线上+线下”的方式，既拓

计划制定、课程设置、教学实施、教育实践开展等，

合。运行校内外师资融通机制，多方共建为自主开

习目标、不同的学习环境和不同的学习资源要求。课

宽了学习和交流的空间，又不失去面对面的优势。混

甚至可以参与毕业论文的修改、审核、答辩等。以

发教学资源提供有力保障。在后续跟进中，根据所

程体系建设要适应经济发展、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的

合学习的灵活性体现在线上内容的交付能够与课堂

需求为导向，实现提高学生职业核心素养的培养目

使用的模块，对课程计划的实施与资源更新持续跟

需要。通过打造“线上+线下”多维学习空间、打通

互动、现场教学相结合，强调适时反馈、个性化学习，

标。充分依托周边产业，引入现代学徒制，以学生

踪，避免产生同一课程的平行队列。除自主开发外，

“引企入教”和“施教入企”通道、建立“多师共导”

针对不同的学习者群体进行个性化教学。教师可以改

为主体，注重素养与综合能力的培养，以市场和企

可借助MOOC、优课联盟、学堂在线、国家虚拟方针

的指导模式、构建“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教学关

变教学范式，尊重学生个体差异，以学生为中心，发

业需求为导向，形成校企深度融合的立体化培养。

实验教学项目共享平台、Edu Coder在线实践教学平

系，借助课程设置、教学设计、学习环境和学习空间

挥个性化主体特点；同时，通过教学设计使教学策略

通过混合理念、混合资源、混合学习环境、混合学

台等线上优质资源作为补充，持续完善课程体系。

拓展来形成特色的混合学习模式。在岗位模拟与真

与教学/学习目标保持一致。数字化教育资源合理有效

３．“多师共导”建立师生新关系

实情境中，教师与学生扮演多种角色，多角度的体验

的运用，能够为学生提供学习资源、活动平台、过程

教师资源的混合，为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提

能够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知识，掌握技能；混合学习

评估和及时反馈，是教学过程的宝贵补充。教师需要

为保证“ 产教融合”实施的有效性，需加强学

供了有力的师资保障。本校教师、校外专家、企业导

重在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探究

合理规划学习空间的知识分布与活动形式，通过制定

校与企业的双重主体建设，建立管理互通机制，改

师分工合作，改一师一课为“多师共导”。教师与学

能力、创新实践能力等，以此提高学生的综合应用能

个性化学习方案，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优化学生学

单一的学校资源为校内外集成资源。将学校资源、

生建立除师生关系以外的师徒、学习同伴、项目合作

力、就业核心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把混合学习模式

习体验，教学过程中做好线上与线下资源、活动、评

网络资源与企业软硬件资源、行业资源有机整合，

者等关系。本校教师作为教学第一责任人，负责课程

应用于专业基础课，有利于树立师生对职业的正确

价的引领，最终达成提升学生综合应用能力的目标。

习方式强化职业教育的实践性和职业性。

２．“资源融通”建立合作新机制

混合学习空间是课堂学习和在线学习的混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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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叶”诗人创作再回眸
——纪念《九叶集》出版40周年
王 芳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 310018）
[摘

要] ４０ 年前，
《九叶集》的出版开启了学者们研究“九叶”诗人的历史，
“九叶”诗人现实性、知性与感性

相融合的创作特征已成为学界共识。在《九叶集》出版４０ 周年之际，与“九叶”诗人的“现代诗”再对话，进一步揭
示“九叶”诗人创作中“求真”的理念与追求、多维视角及反讽视角的运用、
“新的抒情”和“感性革命”的体现，可
以发现，４０年后的今天，
“九叶”诗人创作中的主体性坚持及现代性探索仍然值得当代诗人体悟和借鉴。
[关键词] “九叶”诗人；主体性；现代性；求真；视角；意象
图２ “校企合作”资源融通

[中图分类号] I207.25

４．问题导向，混合学习环境创新教学活动设计

学习、小组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过程中充分调动多

— Commemorating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publication of Jiu Ye Collection
Wang Fang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种资源，发挥学习资源和学习方式交替混合的作用，
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增强其学习主体参与性（如图
3所示）。课前（线上），教师在网上发布任务，学生接
到任务后自学理论知识，提出问题；课内（线上+线
下），责任教师+实践导师为学生答疑指导，帮助学
生模拟工作情境中的实训演练，组织学生开展小组
合作研讨活动，突破难点，解决问题；课后（线上+
线下），教师推送拓展资料帮助学生巩固要点并进行
拓展延伸，实践导师进行点评指导，修改活动设计

[文章编号] 1671-4326 (2021) 04-0079-09

A Review on the Works of “Jiu Ye” Poets

以问题为导向，创新混合学习模式下的高校专
业基础课的教学设计，探索如何让学生在进行自主

[文献标识码] A

Abstract: 40 years ago, the publication of Jiu Ye Collection initiated the study on “Jiu Ye” poets by scholars.
The cre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Jiu Ye” poets, which are the combination of reality, intellectuality and sensibility, have
become the consensus in academic circles. At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publication of Jiu Ye Collection, the paper has
reviewed the modern poems of “Jiu Ye” poets, and has further revealed the ideas and pursuit of truth, the applica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and irony perspective, and the embodiment of new lyricism and perceptual revolution in the works of
“Jiu Ye” poets. It can be seen that 40 years later, the subjectivity persistence and modernity exploration in the works of “Jiu
Ye” poets are still worthy of understanding and referring for contemporary poets.
Key words: “Jiu Ye” poets; subjectivity; modernity; pursuit of truth; perspective; image

方案后择优入企业实践案例库。在此过程中，教学目
标、重点由教材规定，是静态的；难点则根据学情生
成，是动态的。学生带着问题进课堂，教师线上、线
下互动交流及时反馈，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教学
图３

混合学习模式教学流程设计

有的放矢，有效达成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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